
阅江学刊 
Yuejiang Academic Journal 

ISSN 1674-7089,CN 32-1802/C 

 

 

 

 

《阅江学刊》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非精英群体的回流与再适应研究——以福建省福清市回流移民为例 
作者： 陈友华，洪晓羽 
DOI： 10.13878/j.cnki.yjxk.20220715.001 
网络首发日期： 2022-07-18 
引用格式： 陈友华，洪晓羽．非精英群体的回流与再适应研究——以福建省福清市回流

移民为例[J/OL]．阅江学刊. https://doi.org/10.13878/j.cnki.yjxk.20220715.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

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

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

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

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

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

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

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

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

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1 

 

非精英群体的回流与再适应研究 

——以福建省福清市回流移民为例 

陈友华  洪晓羽 

 

摘要 笔者以 12名福清市非精英移民为研究对象，对其回迁原因及再适应情

况展开质性研究。研究发现，相比于精英移民群体，非精英移民群体本身由于综合

素质较低、拥有资本较少，无论是在回流还是再适应过程，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他们的回流除了受到移民国与母国社会双重作用力的影响外，移民个体的主观能动

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回流再适应过程中，尽管出现某些不适，但回流者并没有

表现出消极悲观的态度，只是将其视为正常现象，通过心理调适与家庭支持、社会

行为本土化与再学习、资源的跨国转化与链接等策略能帮助其更好地适应母国的生

活。 

关键词 非精英移民  回流  再适应 

 

一、研究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福建省福清市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其民旅外谋生的历史悠久，且人数众多。
①
新中国成

立以前，福清的出国人数不足 10 万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放宽了因私出国的限制，

一批批福清人通过留学、劳务、探亲等渠道走出国门，形成了一股股出国热潮。但是，在移

民输出潮持续扩大的同时，福清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移民返迁。当带着多年移民国习惯的行

为与文化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母国社会时，回流者是否能够马上转换角色，以原来的社会文

化或行为方式顺利地生活与工作，还是需要重新适应？他们会完全放弃移民国文化，还是将

其与母国文化进行融合？他们对于母国社会是否会有一种新的观察和认识？所有诸如此类

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探讨。 

这些回流者作为移民群体中的一部分，既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又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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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居留期间积累了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经济资本，他们回到中国，将有助于中国未来的繁荣发

展，并推动全球化进程。研究回流迁移的动机与再适应策略，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回迁

移民群体的再适应，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 

（二）研究现状 

移民回流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跨国移民的出现。正如罗素·金（R. King）所说，有移民

就会有回流。①从开始研究移民回流至今，国内外学者对于移民回流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

果。 

国外对于移民研究起步早，有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包括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迁移

经济理论、社会结构理论、跨国主义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探讨移民回流的动因及其影

响效应。20 世纪 70 年代，赛瑞斯等人在对意大利回流移民的研究中提出了四种回流类型：

退休型回流（return of retire）、失败型回流（return of failure）、保守型回流（return of 

conservatism）和创新型回流（return of innovation），②这些回流分类对于当今国际移民的回

流迁移现象仍有一定的解释意义。但是，当前的回流现象和 20 世纪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移民国和母国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回流者在移民国居住时间长短、当初移居海外的

目的以及回流的目的等因素仍然对回流现象产生着重要影响。此外，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通

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回流行为也变得更加可行且容易实现。③ 

虽然国内学界关注到移民回流迁移的时间较晚，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梳理

相关研究，笔者发现，关于移民回流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留学归国、高技能型、投资型

等精英移民的讨论，④并且从就业环境、科技教育投入、移民政策调整等角度分析回流动因。

⑤对移民回流后的再适应问题的研究较为鲜见，且主要尝试以跨文化适应理论为基础来解释，

回流移民再适应过程中所经历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研究回流移

民的再适应问题。⑥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回顾以往的移民研究，笔者发现，已经有不少学者对非精英移民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① R. King, Generaliz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Return Migration, Ghosh, In: Ghosh, Bimal (ed.) Return Migration: 

Journey of Hope or Despair?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eneva, 2001, p. 

7-55. 
② Cerase F P,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a case study of return 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outhern Ital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8, no.26 (1974). 
③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 vol.22, no.2 (1999).  Portes A , “Introduction: the debates 

and significance of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Global Networks, vol.1, no.3 (2010). 
④ 骆克任、何亚平：《海外回流人才基本状况的调查》，《社会》，2003 年第 12 期。中共福建师大党委统战

部：《福建师大归国留学人员基本情况及思考》，《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⑤ 王晓莺：《海外华人专业人才回流态势》，《人才开发》，2004 年第 1 期。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

《我国海外人才回流的动因分析》，《软科学》，2004 年第 5 期。周桂荣、刘宁：《吸引人才资源回流的经济

与科技因素》，《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颜廷、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

回流:历史、现状与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 
⑥ 庄怡川：《国外有关归国人员文化再适应研究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任杨：《归

国人员文化再适应问题研究》，《中国高等教育》，2019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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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①②③

但目前学界对于非精英移民群体这个概念尚未有明确的定义。

针对目前的国际移民群体，大致可以将其分为精英移民和非精英移民。在人类活动领域内表

现极为优秀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精英，精英群体在公有或私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④
在

移民群体中也一样，精英移民群体往往带着资本、知识或者技术等资源移居海外，而非精英

群体则相反，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地区，综合素质较低，出国前工作收入大多不高，且出国的

主要目的是赚钱而不是追求学历和高技术。本文所讨论的福清市回流移民显然属于后者。 

（二）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笔者于 2020 年 1-2 月、7-8 月以及 2021 年 2-3 月前往福清市进行实地调研，共对 12 位

个案进行深度访谈，他们均为国外生活或工作 5 年以上，并且回流后在国内生活或工作超过

1 年的非精英群体。本文以深度访谈为主，参与式观察为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

时间在两小时左右。此外，笔者还通过参与观察法，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

程中观察他们的语言表达、行为及态度，对他们回流后的再适应情况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12 位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非精英移民群体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性别 出国时间 回国时间 移民国家 文化程度 在移民国职业 回国后职业 

1 35 男 2010 2017 南非 高中 电器店店主 服装厂经理 

2 45 女 2009 2018 阿根廷 职高 小商品店主 待业 

3 38 男 2005 2013 南非 初中 超市打工者 工厂员工 

4 44 男 2003 2016 澳大利亚 初中 装修工 装潢店老板 

5 56 男 2002 2015 阿根廷 小学 超市店主 小区保安 

6 48 女 2004 2016 日本 小学 餐馆打工者 代购、保姆 

7 41 男 2002 2014 美国 中专 餐馆厨师 餐馆合伙人 

8 43 男 2003 2016 英国 高中 电工 物业维修员 

9 51 女 2005 2017 阿根廷 小学 超市收银员 待业 

10 44 男 2008 2015 澳大利亚 初中 农场打工者 出租车司机 

11 48 女 2003 2020 英国 初中 餐馆老板 待业 

12 34 男 2012 2019 阿根廷 职高 超市打工者 快递员 

 

在笔者访谈的 12 位研究对象中，10 人年龄在 50 岁以下，2 人超过 50 岁；男性 8 人，

女性 4 人；在国外居住时间：3 人 7 年，1 人 8 年，1 人 9 年，7 人 10 年及以上；移民国家：

6 人是发达国家，6 人是欠发达国家；文化程度：3 人小学，4 人初中，5 人高中、职高及中

                                                   
① 李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 
②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第 513-528 页。 
③ 周欢怀、朱沛：《为何非精英群体能在海外成功创业？——基于对佛罗伦萨温商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2 期。 
④ 江颖：《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生成机制及趋势讨论》，《中国市场》，2011 年第 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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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从表中可以看到，受访者在回国后基本上都经历了职业的转换，还有 3 人目前为待业状

态。据笔者了解，12 位受访者中有 7 位回国后的收入明显低于其在国外工作的收入，3 位受

访者目前的收入与其在国外工作的收入基本持平，2 位受访者表示自己目前的收入略高于自

己在国外的收入。笔者发现，这些受访者在海外多受雇于他人，且没有大量固定资产，因此

更有可能且更容易发生回流行为。 

毋庸置疑，移民回流给自己和家人、乃至家乡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

个人来说，回流即是改变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些回流者将来可能停止迁移，但有些回流

者可能会考虑在短期再迁移至其他国家。对于家庭来说，回流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少了一份

收入，但在亲情陪伴等方面却能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移民回流给家乡和社会重新注入了

新鲜血液，能够带动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有些移民

回流后担任村官，积极参与乡村治理，运用自己曾在国外务工经商的经历优势，整合国内外

资源，更好地为建设家乡服务；①有些移民回流后通过投资和创业，能调动更多的储蓄和技

能，同时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税收，会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② 

三、非精英移民回迁动因 

关于国际迁移动机的研究，目前主要有推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与新经济移民理论。③上述理论研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移民的迁移

动机，但这些研究较为关注人们迁出的原因，对于移民的回流动因涉及较少。事实上，关于

非精英移民回流的动因，往往不会只受某一单个因素的影响，而常常是个人基于自身与家庭

等因素考虑而做出的决策。客观上，它受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

影响，同时，移民国相关政策变动以及国内经济与人才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小视。主观上，它

是移民迁移目的和动机多样性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④经过分析，笔者将非精英移民回迁动

因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移民国的不利因素限制非精英移民的发展 

1.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推动非精英回流 

本文访谈的福清回流移民所选择的移民国主要集中在阿根廷、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

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在不同国家的移民所从事的

职业不同，加上每个移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同，因此每个国家对移民回流

形成推力的具体表现也各有所异。 

 

                                                   
① 陈凤兰：《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② Hamdouch B, Wahba J, “Return 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Morocco”, Middle East Development 

Journal, vol.7, no.2 (2015). 
③ 李明欢：《20 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④ 陈程、吴瑞君：《回流视野的大陆新移民》，《广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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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根廷严重的债务危机与低迷的市场环境 

在阿根廷，本国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及低迷的市场环境成为推动这些非精英移民回迁的最

主要原因。据笔者了解，在阿根廷的福清移民所从事的行业具有边缘性，主要经营中小型超

市和餐饮，其次是礼品店、旅行社、进出口贸易、洗衣店、律师事务所和咨询中心等。他们

大多聚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及周边地区，分布较为集中。

曾经在阿根廷经商的张某和吴某都声称，由于目前阿根廷经济萧条，导致自己的利润严重下

滑，无心继续经营。 

笔者访谈得知，在这些移民刚到阿根廷时（一般是 2000-2010 年间），不管是超市还是

其他销售行业，生意都算兴隆，收益也相当可观。不到两年时间就能还完出国及开店时所借

欠款，开始有了存款。那时，在阿根廷只要肯吃苦，基本上没有赚不到钱的人。自 2012 年

以来，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通货膨胀加剧，比索贬值，

外汇储备下降。到 2018 年，在债务负担、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束缚下，阿根廷经济濒临

崩溃。而在阿根廷的这些非精英移民群体大多以打工者的身份谋生，有的也经营小店，受到

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因此就有一部分人选择抛掉手中的

店面或者不再打工，回国发展。 

（2）英国政府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无证移民处境更为艰难 

2010 年英国联合政府执政后，减少净移入人口成为其主要政策，即对吸引国际留学生

的教育产业采取紧缩政策、对“非法”移民进行严厉打击。在此情况下，兼为客源和劳动力

的留学生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非法移民大幅减少，虽然可以增加合法劳工以满足用人需求，

但成本也随之增加，所以大多数雇主会选择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损失。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

下，多方面不利因素使得这些没有获得合法签证的移民不得不遭受工作时间延长、工作条件

恶化和工资待遇降低的夹击。如王某告诉笔者：“我 2013 年回来的，英国那边政策变了，抓

得更严了，没身份的找工作也难。我一个朋友在那边开餐馆，也亏了很多啊。”许多在英国

打工的福清人，因为当地政府的打压，打工生活变得艰难。还有一些常年在英国打工为了获

得永居身份，之后再申请配偶与子女类团聚移民，但由于政策的变化使得申请永居身份的标

准变高，故迟迟无法获得永居身份。 

（3）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调整，非技术移民难以生存 

在澳大利亚，以就业为目的的移民主要包括普通劳工移民和技术移民。然而，自 1996

年霍华德政府上台之后，由于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霍华德政府在经济理性主义指导下，

根据澳大利亚国内经济发展需求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进行了

全方位的调整，逐渐将澳大利亚移民计划的重点转向技术移民。①此后，每年有大量拥有良

好教育背景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入境澳大利亚，导致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非技术人才的

职业发展空间十分局限。如果不是技术移民，想在澳洲获得签证有相当大的难度。正如在澳

大利亚打工 13 年的访谈对象钟某所说：“在澳洲，除非你有文凭，能讲英语有技术，不然大

部分都跟我一样干体力活赚钱。”由于移民政策紧缩，这些普通劳工移民的签证变得越发难

                                                   
① 颜廷、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回流：历史、现状与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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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而且就业也越发困难。这些非精英移民就算在澳大利亚工作了数十年，但因为达不

到技术移民标准，依然还是拿不到签证。无奈之下，很多移民只能选择回流。 

2.汇率变动导致实际收益不断缩水 

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实际收入大幅缩水，也是这些非精英移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许

多移民要把在国外赚的钱先换成美元或英镑，再把美元或英镑直接兑换成人民币带回家。近

年来，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外币相对贬值，使在国外赚钱的非精英移民实际收入出现大幅

度缩减。 

据笔者了解，随着近年来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这些福清移民的收益都在不同程度上缩水。

据访谈对象张某透露：“很多在阿根廷赚钱的福清人，他们除去自己日常开销外，大部分的

钱都寄回国内，比如买房、建房、子女的生活与教育费用等。”假设他们每月赚到的阿根廷

比索是不变的，但比索相对美元贬值了，美元相对人民币也贬值了，在双重贬值下他们亏损

了很多钱。在澳洲打工 13 年的钟某也声称：“澳元真的跌惨了，本来还能跟美元平起平坐，

现在真的差太多了，辛辛苦苦打工赚了点澳元，换回人民币又要损失一大笔钱”。其他移民

也直呼因为汇率变化，这些年赚钱不容易。因此，汇率大幅度变化，也是导致他们回流的另

一重要因素。 

3.新冠疫情爆发推动移民回流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造成了空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影

响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其中受限最大的是国际移民。各国加强了边境管控并严格限制签证

政策，提升了国际迁移的难度。但是，随着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国外疫情持续恶化，在面对

生命安全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部分海外移民还是会想尽办法回国。 

在笔者访谈的 12 位个案中，有 2 位是因为疫情而回流。从阿根廷回来的肖某说到：“在

非常时期，很多航班都被熔断，我们想要回来都得购买高额机票，这票价是以前的五六倍，

有些人甚至组团包机，总之回来很不容易，但是又不得不回来，在外面可能命都没了。”从

英国回来的李某跟笔者说：“本来想等疫情过了再回家，但是看着这边（英国）每天这么多

人感染，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如果不回去，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中招了，所

以还是决定回去。”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对于

疫情过后是再迁往国外还是干脆留在国内，回流的移民目前还是处于观望状态。 

（二）国内环境有利于非精英移民群体发展 

1.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促进了中国经

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还属于发展中国

家，但部分沿海地区经济已经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迅速，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随着国外经济水平的相对下滑和人民币汇率的提高，使国内外

居民收入差距逐渐减小，尤其是像福清这样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城市，这势必会对海外

非精英移民群体产生很大的影响。“假结婚”去日本的潘某对笔者说：“我刚到那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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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讲话，就在厨房里面洗碗打下手，还同时在洗衣店打工，很辛苦，但那个时候感觉还能

赚一些钱，就一直坚持了下去。但是过了几年这边钱也很不好赚。我有一个朋友当时本来要

跟我一起走的，因为家里人不肯，最后我就自己来了。她就在家里开一家小花店，没我这么

辛苦，但这几年赚的也不少，在家里还能照顾到家人，感觉自己当时选择出国亏大了。”不

仅如此，国内的政治和治安环境相比于国外要稳定得多，人身财产安全也相对更有保障。尤

其是像南非、阿根廷等社会环境不安定的国家，由于治安问题选择回流的移民较多。因此，

当国内外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或相差不大时，一些海外非精英移民便会产生回国发展的想法，

尤其是在一些治安不稳定的国家，回流现象更加明显。 

2.个人需求与发展目标发生变化 

有些移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在海外打拼多年，在还清了出国时因筹集出国费用所欠

债务外，还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出国时的计划或已经满足了个人及家

庭的经济目标，这时，如果他们在国内能寻找到更好的谋生方式，便会选择离开移居国回母

国发展。在美国中餐馆当厨师的洪某说：“之前去美国是因为家里欠了点债，为了还钱才不

惜偷渡出国。现在债还清了，还赚了点小钱，因为我本来也没打算在这边一直打工，然后刚

好我姐夫想在家里开一个餐馆，叫我一起干，我想着现在国内的发展前景也不错，就选择回

来跟他一起开店了。” 

此外，据笔者了解，这些福清移民大多面临家庭分居两地的状况，有的是夫妻一方（多

为男方）在国外打工赚钱，另一方则留在国内照顾孩子和老人，有的则是夫妻二人均在国外

打工，把小孩留在国内由父母或其他亲戚照看。对于在国外打拼的非精英移民来说，辛苦繁

忙的工作之余最让他们牵肠挂肚的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儿，正是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关系也促使他们在赚钱的愿望得以实现后，便会尽快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 

3.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 

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 2 位年龄已超过 50 岁，他们是青壮年时期出国打拼，出于对母国

的生活向往和文化认同等原因，在年老时就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在访谈时笔者发现，多数受

访者都表示，未来不会在移民国养老，到了一定的年纪便会回国安享晚年。此外，由于年龄

增长，移民的体力与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或工作时间过长的移民，由

于身体长期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或多或少身体都有一些毛病，当他们到了一定年龄，认为

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时，便会抱着一种退休的想法返回母国颐养天年。 

四、非精英移民群体的再适应策略 

弗海姆（Furnham）认为回流移民的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于这些在异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而后又回流到国内的非精英移民群体，他们会经历心理和

社交的不适，对于曾经熟悉但又阔别已久的母国文化环境会产生类似于进入新文化环境后的

陌生、焦虑和恐惧的感觉。在归国适应期，回流者拥有双重文化身份：母国文化和移民国文

化，他们既无法完全褪去在移民国形成的价值理念而完全融入母国环境，也无法摆脱国内社

会环境的影响而完全使用移民国的生活模式。因此，回流者需要使用一些必要的策略，通过

态度、认知、行为等方面的改变，帮助自己完成再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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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层面：心理调适与家庭支持 

对于回流者而言，从移民国回到母国将经历“变化”和“差异”的过程，这时难免产生

心理上的冲击和压力，进而可能出现“文化震惊”。面对环境的变化，如果回流者能根据自

己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心理调适，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心理压力，减少不适应感。因此，适

当的心理调适是回流者顺利融入母国社会的首要任务。 

在笔者访谈的 12 位福清籍回流移民全部在国外生活或者工作超过 5 年，还有 7 位超过

十年。而在此期间，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

适应“新”环境，回流者都进行了必要的心理调适。 

笔者发现，这些回流者在其面对新环境以及新事物所带来的冲击和心理压力时的典型做

法是给自己一个合理的主观解释。回流者在感受客观环境的变化时，会对自己关于某些情景

的期望，以及在情景中的行为做出相应调整，从而使自己更快地适应现状。多位受访者都谈

及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不适，尽管如此，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很快就能解决。正如访谈对象黄某所说：“在国外，我们基本上就和自己身边几个中国人打

交道，平时和当地人接触、交流的机会也较少，人际交往很简单。突然回到国内确实有点不

习惯，毕竟圈子变大了，不过一段时间就自然习惯了。”相比于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困

扰，他们更愿意把这些看作是自己积攒人脉资源的一种方式，为他们今后在国内的职业发展

做铺垫。在澳大利亚工作 7 年的洪某也曾说道：“在国外不是你想交朋友就交朋友的，自己

人生地不熟，哪有那么容易啊。而且我一个打工的，也很难跟上面的人打交道。”大部分受

访者表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时，他们一般会采用建设性的心理应对机制，希望通

过自己理性的主观解释来减少由于外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并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来

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运行规则，这样的心理调适策略为回流者再适应提供了有利的心理支

撑。 

此外，大部分回流者声称，他们的亲友都比较支持他们回国，对一部分老年移民来说，

子女希望其能回到自己身边安度晚年，以便照料。另一部分青壮年移民则认为，现在国内发

展速度快，就业机会多，且在国内更自由，跟家人好友能互相照应。总的来说，家庭的支持

对于回流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鼓励，有利于其再适应。当然，有一些前往欧美等发达国

家的移民，出于各种原因迫于无奈才选择回流，他们可能不认同回流是一种进步。 

（二）行为层面：社会行为本土化与再学习 

文化学习理论强调移民的适应是一种在新社会里学习社会规范和行为技能的过程。与当

初为了融入移民国社会所经历的强烈文化冲突和巨大心理压力不同，这些移民回流到母国之

后，并不需要经历彻底否定和抛弃自己在移民国习得的文化和行为习惯这样一个去文化过程。

相反，他们只需要重新唤醒已经遗忘的母国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理念。①如张某在访谈中所说：

“在国外出再大的太阳我基本都不打伞，因为大家都不这么做，就你一个打伞很奇怪，但回

国了身边人都会打（伞），我自然也会跟着做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很多移民回流后普遍遇到对电子产品的不适应问题。最

                                                   
① 丁月牙：《回流移民再融入的生活史研究——以加拿大回流北京的技术移民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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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就是移动支付的普及，这让一些四五十岁的回流者感到吃力。在阿根廷工作超过 10

年的洪某曾说到：“我在阿根廷出门都要带现金，哪里有什么支付宝呀！最多就是刷卡。回

到国内看到大家都不带现金，只要一个手机就足够了。但是像我们这样文化程度不高又在国

外生活了十几年的人来说，一下子确实是跟不上这个科技的脚步，我到现在还不太会网购，

不过平时在外面买东西用手机支付没什么问题了。”长期在海外生活，导致他们与国内的生

活环境发生断层，对移民回流后的再适应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移民有着多年的海外

生活经历，他们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对他们来说，再学习的过程并不困

难。 

（三）经济层面：资源的跨国转化与链接 

回流到母国后，如果能将在移民国所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源进行适当转换，则可以为回流

者再适应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这些资源包括在国外习得的语言、技能、就业资历、人脉资

源等等，尽管这些并不是高端资本，但对于他们回流后的再适应也能够起到不可忽视的支持

作用。 

由于大多数回流者在回国后还继续和移民国的朋友、同事等保持联系，这些之前出于工

作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人际社交网络成为了他们现在事业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有些回流者通

过自己的跨国社会资本找到了新的谋生职业。由于社会治安问题从南非回流至福清的何某表

示：“我刚回国时挺久都没找到工作。后来偶然间和我之前的合伙人聊天谈到自己在找工作，

经他介绍，我目前在我们当地一家小型服装厂当经理，收入也不错。” 

笔者发现，回流前后的职业变化也会对回流者的再适应产生影响。一般来说，职业的变

化会伴随着经济收入的变化。对于回流后职业地位上升的移民来说，他们的再适应过程相对

来说更加容易。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资金和资源，获取相应支持，帮助自己缩短“缓冲期”，

更快完成再适应过程。而对于职业地位下降的回流者来说，一部分是年龄较大，回国后没有

再就业，而是选择在家带孙辈，这类回流者在适应方面并未出现太多的困难，因为家中赚钱

的重任已经不再落在自己肩上，没有工作反而能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休息期，安度晚年。另

一部分是正值青壮年的回流者，他们在回国后的职业地位及收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再适应

过程也会更长一点，再适应难度也更大一些，但他们认为自己在国外多年所获得的经验和能

力，多少还是能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 

五、结语 

（一）结论 

笔者通过对 12 位福清市非精英回流移民的观察与访谈，考察其回流动因与再适应策略。

通过分析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非精英移民作为回流移民中的一部分，相比于精英群体，他们本身综合素质较低，

所拥有的各类资本也远少于精英移民，在进入移民国时就已经显露出自身的劣势：更不容易

被当地社会接纳以及自身适应困难等。与此同时，他们的回流也鲜少得到社会政策优待，因

此在回流与再适应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生活和行为上的问题。随着非精英移民回流数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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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他们的回流与再适应情况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其次，从回流动因来看，除了受到移民国与母国社会双重影响外，移民个体的主观能动

性也发挥着一定作用。回流是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回流的再适应过程中，

虽然也经历过“文化震惊”与不适应，但是回流者并没有表现出格外的消极悲观态度，反而

相对乐观地看待这些不适应，通过心理调适与家庭支持、社会行为本土化与再学习、资源的

跨国转化与链接等策略能帮助自己更好地适应母国的生活。 

第三，移民本身就是一个挑选的过程，对外部环境适应能力较强，且经历过跨国社会适

应锻炼的人而言，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进一步提高。加之，回流者在再适应过程中多表现

出自觉、积极的态度，因而回国后在社会再适应状况良好。尽管如此，对非精英群体来说，

再适应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困扰的过程。 

（二）思考与建议 

我国政府对精英群体回流十分重视，并给予了高度的政策支持，包括专项资助计划和多

方面的配套服务，希望通过这些利好政策来推动更多海外精英群体回国工作和创业，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但对于非精英群体，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帮扶政策。

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非精英群体的回流与再适应，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首先，要保障非精英群体回流后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对于刚

回流的非精英群体而言，由于多数人已经取得海外国籍，在国内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

险等基本社会保障，生活中难免会出现诸多不便。因此，希望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政策，为这

些回流群体设立专项服务，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其次，对于海外移民数量庞大的侨乡来说，

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非精英群体，回流者数量都相当可观。如果能整合好这方面的资源，对

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有益的。基于此，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归侨交流中心”，

以供这些回流移民进行交流，特别是非精英群体。在这一交流平台里，他们可以分享并整合

不同个体的跨国资源，为自己的创业和再就业寻找合适的资源。同时，当地政府也要为非精

英群体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帮助其尽快步入并适应新生活和新工作。最后，大部分

非精英群体在回流后可能无法继续从事与海外相关的工作，因此如果能在回流后接受再就业

培训，根据国内的市场需求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岗前培训，对于促进其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 

（三）讨论 

回流并不代表迁移计划的结束。除了笔者上述提及的结构主义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等国

际移民迁移理论，现在被普遍应用在移民研究上的跨国主义理论认为，移民的回流往往超越

狭隘的局限在移居地与回流地之间单向的选择，回流更多的是“往复式回流”。①笔者访谈时

了解到，受访者回流后的居住地并不仅仅限于自己的祖籍地，其中有 7 位回流者居住在祖籍

地之外的城市和地区。有些人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而迁移至更宜居的城市，有些人为了

照顾工作的子女或方便工作等原因，也搬到其他地区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结束了一段

国际迁移行为，但在国内却并未停止迁移的脚步，有些回流者（主要为 50 岁以内的群体）

                                                   
① Cassarino J P, “Theorising return migration: the conceptual approach to return migrants revisited”,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6, no.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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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计划未来开始新的跨国迁移。此外，目前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各国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相比海外，目前中国的新冠疫情控制较好，有不少海外移民出于安全考虑而选择

回国。这部分移民只是暂时在国内居住一段时间，虽然有未来回国发展的打算，但目前还是

持观望态度，并不会马上采取行动。因为大部分的资产都在移民国，现在这样毫无准备回国

发展是不太现实的。但随着不确定性以及回流地相关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移民将对诸多方

面的因素进行权衡及考量之后做出是永久性回流还是流动性迁移的决策。 

越来越多的海外移民回流，这势必会对当地民众出国意愿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打击当地民众出国积极性。相比 20 世纪大量选择出国的中国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回国，

人们不禁要再次衡量出国的性价比，是否值得自己放弃国内已有事业，去到人生地不熟的海

外开始一番新的打拼。就目前来看，如果国外没有亲戚朋友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

资源的情况下，自己出国从头开始，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冒险。虽然国内收入不高，但至少在

生活方面更加舒坦，语言交流无障碍，也有亲人朋友陪伴，综合考虑还是在国内较为稳妥。 

目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受限，但是这只是短期现象，伴随着经

济的全球化，未来人口迁移将更加频繁，非精英群体回流的规模可能也会增加，对中国未来

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应当给予持续关注。对于回流者增多，除了回流者自身应该做好

包括心理、行为、经济上的回流准备，如果当地政府能给予适当支持，或许能帮助回流者更

好地适应回流生活，同时也能更好地链接华侨资源，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责任编辑：徐曼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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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ouhua    HONG  Xiaoyu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aking 12 non-elite emigrants from Fuq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author conducts an in-depth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ir reasons for returning and 

their re-adapt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lite emigrant groups, 

non-elite emigrant groups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 or 

readjustment because of its low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less capital; Their return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dual forces of the immigrant country and the home country,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individual emigrants. 

In the process of re-adaptation, although there is some maladjustment, the returnees 

do not show negative or pessimistic attitudes, but just regard it as a normal 

phenomen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family support, localization and 

relearning of social behavior, transnational conversion and link of resources, these 

strategies can help them better acclimate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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